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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一年的東京奧運會，終於在 月 日正式開幕。

本屆中華台北代表團共有 名運動員參加，他們揮灑

汗水與熱血，留下拼搏的身影。其中，出賽 公尺空

氣手槍及 公尺火藥手槍的「射擊甜心」吳佳穎，以

後者奪下第五名的生涯最佳成績，實力與顏值兼具，

不僅圈粉無數，日常動向也成熱議話題。

隨著台灣女性運動員屢屢在國際賽事取得優異成績，

我們除了看見運動中的女性國手渾身散發耀眼光芒，

更進一步理解她們背後究竟付出多少努力、經歷哪些

磨難。看著吳佳穎挾帶超高人氣，仍絲毫不敢鬆懈，

勇於突破自我、挑戰跨領域的多元工作，這次首度與

  攜手跨界，就傳遞了更多正向積極

的成功心態。

當走下賽場，日子繼續，是什麼力量，驅動著她一路

向前？

   射擊，一場專注力和穩定性的較量。

「身高不夠，上場沒幾分鐘就被對手擊敗。」原本專

攻跆拳道的吳佳穎，因為 公分的嬌小個頭，曾經

遭受過不少挫折，但她不甘心因為外在條件的限制而

放棄國手之路，高中起轉戰射擊項目，她笑說：「這

輩子只要眼睛不要花、手不要抖，我就可以一直比賽

下去。」

那時候開始，訓練即為吳佳穎生活的全部。吃飯，睡

覺，訓練，不用思考什麼，所有與訓練和備賽無關的

事物都被她「自動屏蔽」，甚至為了重大比賽而申請

碩士班休學。相較其他運動，像射擊這樣只能獨自奮

戰的項目，心理素質比體能或力量都還要關鍵，誰更

沉著冷靜、誰更高度抗壓，誰就更有機會一擊即中。

「所以其實我很怕噪音，有時候會自己開車出去到新

店、北投郊區一帶走走，遠離都市喧囂，幫助我維持

聚精會神的狀態。」沒想到外型甜美的吳佳穎，除了

愛開車、喜歡看車，對耳機和音響品牌也頗有涉獵。

她透露，輪拱隔音是她開車時十分在意的地方，出身

高雄，經常有自駕南下的需求，為了開長途車能同時

盡興地享受音樂陪伴，她還特別爬文做了不少功課，

研究如何升級汽車音響。

「 勇於嘗試，然後堅
持下去，總有一天就

會抵達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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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明白，不管順境或逆境「生活」這台車都要繼續開

下去。

於是，吳佳穎把自己徹底熄火，歸零重整再配速，找到最

適合自己的心態。「很多人問我去奧運怎麼可能不緊張，

但我發覺緊張是想像出來的恐懼，恐懼變成侷限，專心把

每個當下做好，才會有更多可能。」越重大的比賽，越要

視為日常，只管沿著一條路走，「平常心」帶著吳佳穎到

她意想不到的高處。

斜槓進行式，通告滿檔反而訓練狀態更好。

從東京回國後，更多人看見了吳佳穎。心懷想探索更大世

界的好奇，在訓練之餘，她開始嘗試拍攝代言廣告、出席

品牌活動、登上時尚雜誌，投身許多跨界議題。「初心未

變，我的本職還是運動員，現在有機會體驗更豐富充實的

生活，並且把更多真實的『吳佳穎』呈現給大家，我覺得

非常幸福。」和  精神不謀而合，讓身體和思想

都不再受限，一切皆有可能。

私底下的她，連穿搭都具有多變的面向，時而溫暖甜

美，時而簡約酷帥；「柔」起來令人心生嚮往，「剛」

起來又攝人心魄。吳佳穎笑說除了 古著和寬鬆的

，其他風格她都很樂於嘗試，包括這次和  
的時尚拍攝，有別於一般進棚 景擺拍，在跨界跑

旅  身旁，喚醒她內在深層動能，鮮明個性和對

不斷精進的渴望，都於照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在最少三天要做一次訓練，以維持肌耐力和軀幹的穩定

性，一次要達到兩小時以上的全神貫注，排除所有外界干

擾、放掉心中雜念，是吳佳穎對自己的鞭策。那些榮耀時

刻，是她努力爭取到的 ，剩下的 也許都是挫折，

但經年累月的磨練心念意志，身體重複的動作記憶，舉手

投足，方能練就「心中有靶」的境界。

雖然此時此刻並不身處賽場，但無論在人生的哪個跑道，

吳佳穎要告訴我們的，依然是一個永不停歇、熱血馳騁的

故事。

失敗亦為美好體驗， 

參與奧運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全力以赴！

「我還能當運動選手多久？這條路真的適合我嗎？」吳佳

穎並非沒有迷茫過，在成績持續遭遇瓶頸、遲遲未能突破

以至可能無法代表台灣出國比賽之際，她想過要停下所有

日復一日疲憊不堪的訓練，從此離開體育圈⋯⋯然而，在

射擊之外，她沒有任何喜歡並且可以投入的事情。

「雖然我的本業是運動員， 
但正在斜槓挑戰不同工作的我， 

就像 NEW JUKE 跨界挑戰許多不同的新鮮事物。」

   內外兼具，型格不凡。

她也大方承認自己買車是「顏值優先」， 年 剛

上市，吳佳穎就注意到它大膽吸睛的外表，而這次得以親

自體驗  熾熱特仕車，從外型設計、內裝質感、

性能配備等各方面的表現，都令她驚艷不已。「印象最深

刻的，是  的方向盤操作順暢，即使體型嬌小的

駕駛也毫不費力。起步輕巧靈敏，還有達到 的

節省油耗，對習慣開『夜間直達車』、講求效率的我來說

很完美！由 工程師專為  訂製的環繞音響

系統，帶來精彩的顱內高潮，更不用講它英國原生搶眼

，切削式鋁圈銳利有型、仿賽車式跑格化肌理線條，

外觀上絕對是我的菜。」

那麼， 旗下另一台跑旅 ，吳佳穎又怎麼看

呢？「  附 雙離合器 速自手排，換檔、加

速相當『有感』，能同時滿足我北高往返或山路爬坡的需

求，駕駛樂趣豐富。 的 離合器無段自動變速，

則易於上手，在都市裡穿梭非常輕鬆自如。另外，  
的撞色內裝、麂皮及鈦黑鋼琴烤漆的質感也非常加

分。」她生動比喻，如果 是隨和的國民老公，  
則是壯碩的運動猛將。

而聊到  正統英倫血脈，吳佳穎興奮地與我們分

享，她最欣賞的性格動作男星——傑森·史塔森，身為《玩

命快遞》、《玩命關頭》等片中的地表最帥光頭擔當，曾

效力英國跳水隊長達 年，冷面硬漢的螢幕形象下，擁有

一口迷人倫敦口音，人生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拍電影及健

身鍛鍊。「實力和外貌要能並駕齊驅，其實得犧牲很多，

先習慣孤獨，然後還要戰勝孤獨。」

確實，我們看到的好萊塢巨星，曾經也跑過龍套，無論是

品牌、廠商、觀眾還是媒體，往往只強調成功的光環，然

而往前梳理，這些名人也都是從沒人注意的某處暗角，逐

漸爬升到鎂光燈的最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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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英國巨擘法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曾說，知識就是力量。

四百多年後 NISSAN NEW JUKE 驗證了，有實力的力量更帶來不受限的想像未來。

自工業革命起，人類探索未來的野心從未停止，在科學的長廊深處，存在著無窮知識的一扇門，而開啟大門的鑰匙，便是源於內心追求進步的渴望。 獨有智行科技「  
 」改寫移動定義，你能同時享受駕馭的無束縛感，更能體驗無後顧之憂的安全性能。 以人為本為前提打造了移動新世界，更讓  的駕馭樂趣成為五感

體驗的交集存在。

 

防追撞緊急煞車系統 

 車道偏離預防
及修正系統

 斜坡起步

防滑系統

  遠近光燈
自動調節系統環景影像監控系統

 後方車側

警示系統

盲點

警示系統

意想不到，法蘭西斯培根  竟然還是世界頂尖的藝術家，作品更曾經在拍賣場上創下 億元天價，有人說在他的創作中視覺能融入觸覺，

觸覺亦存於視覺之中，好比進入   的內裝，在你指觸所及，都充滿著濃厚的英倫風情，頂級 麂皮內裝座椅加上八吋智慧多媒

體影音系統，盡顯內斂奢華的低調美感，輕觸每吋細節，散發無窮品味。不僅如此，還能搭載   環繞音響系統，在無死角的音場

效果之下，感受視覺、觸覺與聽覺的三感衝擊。

靜伏時優雅出眾，擁有英國血統的   展現俐落風格。但一旦點燃 三缸渦輪引擎，將在毫秒換檔之間，讓

你感受最剽悍的熱血澎湃。非典型的溫文儒雅，像極了叛逆而激情的英國詩人拜倫勳爵  ，不安於現況，不低頭於現實。

  的高效能驅動，在動靜間寫下絕妙平衡，低油耗與高操控力的表現，讓駕馭者擁有最佳駕駛體驗，搭配 NISSAN

新一代造車技術，展現無與倫比工藝成就。

採用濕式雙離合器，比傳統乾式更耐用，分別控制奇數偶數離

合器接力傳遞動力，避免無謂動力損耗，扭力傳輸也更直接，

可在駕駛中提供更好的加速性能，並提高燃油經濟性。

需短距離超車或駕駛山路時，只需輕輕撥動撥片即可完成換

檔，不管是降檔，或換檔加速都可以同時實現，並帶來絕佳樂

趣與駕駛體驗。

節能模式 ( )：環保節能並創造最低油耗 

標準模式 ( )：同時平衡油耗與駕駛表現 

運動模式 ( )：可達到動力輸出並創造熱血駕馭體驗

（廣告用車非台灣仕樣，實際車型配備及車色以實車為準。）

頂級 麂皮內裝及座椅

吋數位儀錶板

吋智慧多媒體影音系統

 
 

迎賓氣氛燈

跑格三環出風口

時髦車身，是對外的魅力展現。而質感內裝，則是車主對於品味的渴望。  
 獨有英倫基因使然，自然不放過每一吋細節，為了滿足挑剔的頂尖玩

家，採用內斂奢華的麂皮設計，讓指尖所及的所有角落，盡顯頂級跑旅風範，置身

於座艙內的駕馭者，皆能享受極致感官體驗。此外   搭載 吋智

慧多媒體影音系統及專屬氣氛燈，讓車內空間搖身一變成為視聽兼具的感官沈浸場

域。   作為魅力跑旅之首選，不只外觀吸睛，獨家內裝更彰顯駕

駛玩家不可取代的風格特質。

跨哲學與科學領域的巨人培根，在文藝復興時期帶來衝擊性的改變，如同   的現身，於經典中展現革新視覺，兼具時尚與運動感的

內外特色，帶來同屬於大英血統的獨特品味。   擁有運動感的肌理線條，以流線的跑車上身設計，擄獲眾人目光，而具備休旅性能

的下身設計元素，完美融合時尚品味，彰顯駕馭者獨到魅力。誰說跨界只是噱頭？對於   而言，兼容時尚與運動元素不僅是話題，

更是挑戰當代工業設計之美的一大成就。

仿賽車式前高後低車頂設計，搭配特殊的車身

線條，勾勒出蓄勢待發的跑格氣息。懸浮式車

頂、質感車色搭配黑線條相間，體現整體年輕

感。特有的個性大型擾流尾翼，再配上動感鯊

魚鰭天線，塑造  外觀處處搶眼，

絕不向低調妥協。

承襲英國原生 前衛設計感，獨樹一格分

離式車燈組合，展現獨特魅力。搭載 字型

頭燈除了色溫貼近白光照射表現，讓燈光

相較前代照射更廣、更遠、更長，且低功率的

消耗表現，更增加了燈泡的耐用度。

 出色搶眼的濃厚肌理線條與俐落設

計，更搭載同級唯一 吋霸氣雙色切削式鋁

圈，不只在馳騁行進間擁有最佳路感，靜止佇

立時更是眾人目光焦點，

用最時髦的尾燈向後方來車打個招呼，  
搭載最新歐系潮流分離式尾燈，以銳利

有型的稜線設計，刻畫出個性強硬的風格，展

現都會時尚的最佳演繹。

原生不受限 NISSAN NEW JUKE 無極限
跨界衝擊 跑旅新世代

誰說跨界只是噱頭？

視覺與觸覺的互融

不只英倫雅痞 更具剽悍個性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肌理線條設計  懸浮式車頂L E D  Y  字型魅力頭燈 1 9  吋雙色切削式鋁圈 L E D  潮流分離式尾燈

F e a t u r i n g

BOSE® PERSONAL® PLUS 環 繞 音 響 系 統

D C T 雙離合器變速箱附 7  速自手排 賽車級換檔撥片 D - M o d e  整合駕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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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內外戰力，精準吸引眾人目光，   熾熱特仕版天生有型， 

讓不隨波逐流的品味一族，擁有更獨特的駕馭體驗， 

特仕版出色的三大特點，完美融合尖端科技與潮流時尚，即刻享有，定位出眾。

 獨創特仕版專屬車貼，以

英倫經典拉力賽車為靈感，體現  
原生不受限的個性，濃厚的運動

跑旅風格外衣，在車道上展現搶眼魅

力。

呼應駕駛者馳騁的熱情，英國倫敦設計

師以撞色理論挑選出橘 黑跳色內裝，

真皮皮革搭配細節縫線，彰顯強烈個

性卻不失內斂質感，打造出  
獨創特仕版時髦有力的熾熱靈魂。

 特仕版配備 電子智

慧後視鏡， 吋高清全觸控螢幕，

以 度超廣角顯示，搭配前後行車

紀錄器功能輔助，讓駕駛者在享受速度

同時，擁有最佳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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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熱視覺
【英倫經典賽車格紋車貼】 【熾熱個性橘 / 黑內裝】 【 電子智慧後視鏡】

熾熱靈魂 熾熱守護




